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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习得性无助(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ｈｅｌｐｌｅｓｓｎｅｓｓ)是积极心理学

的基础概念ꎬ是指因遭受反复的失败和挫折习得的一

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消极的心理状态ꎮ 习得性无助的

归因理论认为个体将积极或者消极事件归因于内部、
稳定、普遍的因素还是外部、不稳定、具体的因素决定

着个体的动机、认知和情绪水平[１] ꎮ 因此ꎬ习得性无

助的归因理论并不是简单的用内控或外控的标准评

价个体的归因风格ꎬ而是从内部 / 外部ꎬ稳定 / 不稳定、
具体 / 普遍 ３ 个方面对个体的归因风格进行测量[２] ꎮ

学习倦怠是指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或缺乏动力

却又不得不为之时ꎬ会感到厌倦、疲乏、沮丧和挫折ꎬ
从而产生一系列不适当的逃避学习行为ꎮ 已有的研

究认为学习倦怠影响因素主要有心理压力、自我效能

感、专业兴趣、时间管理、人格、心理资本、应对方式和

学业情绪等[３－１１] ꎮ 本研究依据习得性无助归因理论ꎬ
着重研究学习倦怠的成因ꎬ以此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

和干预措施ꎮ

１　 对象与方法

１.１　 对象　 于 ２０１７ 年 ３—６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

在贵州省 ４ 所高校(贵州大学、贵阳中医学院、铜仁学

院、贵州医科大学)抽取本科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共发

放问卷 ７００ 份ꎬ收回问卷 ６５０ 份ꎬ有效问卷 ６２１ 份ꎬ其
中男生 １４７ 名ꎬ女生 ４７４ 名ꎻ大一学生 ３２１ 名ꎬ大二学

生 １８１ 名ꎬ大三学生 １１９ 名ꎻ医科学生 ３９０ 名ꎬ文科学

生 １０５ 名ꎬ理工科学生 １２６ 名ꎮ 本调查充分尊重被试

知情权ꎬ对研究目的、内容进行了详细解释ꎮ

１.２　 方法

１.２.１　 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(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Ｓｃａｌｅ ｏｆ
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ꎬＬＢＵＳ) 　 采用连榕等[３] 于 ２００５ 年编

制的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ꎬ该量表包括 ３ 个分量表

(情绪低落 ８ 题、行为不当 ６ 题和成就感低 ６ 题)ꎬ共
２０ 个题目ꎬ采用 １ ~ ５ 分的李克特 ５ 点计分法ꎬ学生得

分越高ꎬ学习倦怠情况越严重ꎮ 该量表自发表以来一

直为国内学者广泛使用ꎬ已经成为测查国内大学生学

习倦怠的权威工具ꎮ 本研究中ꎬ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
系数为 ０.８０６ꎬ３ 个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

０.７５１ꎬ０.６７２ꎬ０.６５３ꎮ
１.２.２　 归因风格问卷 　 采用的多维—多项归因量表

(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
ＭＭＣＳ)ꎬ主要用于测量大学生学业成就和人际关系 ２
个方面的归因倾向[１２] ꎮ 量表共 ２４ 题ꎬ测量能力、努
力、情景和运气等 ４ 个影响归因的因子ꎮ 每个因子用

６ 道题测量ꎬ其中 ３ 题是成功归因ꎬ另外 ３ 题是失败归

因ꎻ能力和努力可测量内部归因ꎬ运气和情景测量外

部归因ꎻ能力和情景测量稳定归因ꎬ努力和运气测量

不稳定归因ꎮ 量表采用 ０ ~ ４ 分的 ５ 级计分方式ꎬ总分

范围在 ０ ~ ９６ 分之间ꎮ 本研究中ꎬ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
α 系数为 ０.７７５ꎬ４ 个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

０.５２８ꎬ０.６３８ꎬ０.６０６ꎬ０.６６１ꎮ
另外ꎬ本研究按照习得性无助归因理论ꎬ将归因

方式细分为对成功(对积极事件的归因)和失败的归

因(对消极事件的归因) [２] ꎮ 因此ꎬＭＭＣＳ 量表中的学

业成就量表ꎬ除了测量能力、努力、运气和情景 ４ 个要

素外ꎬ更进一步区分被试对学业成功和失败的归因ꎬ
在此基础上得到学业成败的具体情况ꎬ以归因控制源

和归因稳定性为基础进行不同组合的复合归因方式

的评价标准ꎬ分别测量学业成功和学业失败内部归因

(能力和努力)、外部归因(运气和情景)、稳定归因(能
力和情景)、不稳定归因(努力和运气)、内部稳定归因

(能力、努力和情景)、内部不稳定归因(能力、努力和

运气)、外部稳定归因(情景、运气和能力)、外部不稳

定归因(情景、运气和努力)ꎮ
１.３　 统计学处理 　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.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

析ꎮ 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学业成败归因方式与学习

倦怠的状况ꎬ使用相关分析探讨学业成败归因方式与

学习倦怠之间的相关关系ꎬ再用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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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讨习得性无助成败归因方式对学习倦怠的预测作

用ꎬ以 Ｐ<０.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

２　 结果

２.１　 大学生学业成败归因与学习倦怠得分　 大学生

ＬＢＵＳ 得分为 ( ２ ９９ ± ０ ４６) 分ꎻ情绪低落为 ( ２ ８８ ±
０ ６３)分ꎬ行为不当为( ３ ２０ ± ０ ６３) 分ꎬ成就感低为

(２ ９０±３０ ５８)分ꎮ 见表 １ꎮ

２.２　 学业成败归因与学习倦怠的相关关系　 学业成

功情况下所有内部归因均与倦怠呈负相关ꎬ其中将成

功归因为内部因素的情况与学习倦怠负相关最为显

著ꎮ 归因稳定与不稳定因素与倦怠的相关均无统计

学意义ꎬ所有外部归因均与倦怠呈正相关ꎮ 学业失败

时ꎬ不论是归因的控制点因素ꎬ还是稳定因素均与倦

怠呈正相关ꎬ其中将失败归因为外部稳定因素情况与

学习倦怠的相关性最显著ꎮ 见表 ２ꎮ

表 １　 大学生学业成败归因各因子得分(ｘ±ｓꎬｎ＝ ６２１)

归因方式 能力 努力 情景 运气 内部归因 外部归因 稳定归因 不稳定归因
内部

稳定归因

内部

不稳定归因

外部

稳定归因

外部

不稳定归因
成功 ７.３６±２.０１ ８.４１±１.９７ ５.３９±２.１２ ６.４８±２.０４ １５.７７±３.４７ １１.８６±３.５８ １２.７４±２.９５ １４.９０±２.９９ ２１.１５±４.１３ ２２.２６±４.２３ １９.２３±４.２０ ２０.２７±４.２１
失败 ５.５９±２.２３ ８.０５±２.１２ ５.５０±２.１５ ４.４９±２.１７ １３.６４±３.３６ ９.９９±３.７５ １１.０８±３.４０ １２.５４±２.９６ １９.１３±４.２３ １８.１３±４.２８ １５.５７±４.８７ １８.０４±４.２６

表 ２　 大学生学业成败归因与学习倦怠总分的相关系数( ｒ 值ꎬｎ＝ ６２１)

归因方式 内部归因 外部归因 稳定归因 不稳定归因 内部稳定归因 内部不稳定归因 外部稳定归因 外部不稳定归因
成功 －０.２８３∗∗ ０.３０５∗∗ ０.０１６ ０.０１９ －０.１０５∗∗ －０.１０８∗∗ ０.１３８∗∗ ０.１４６∗∗

失败 ０.１５３∗∗ ０.２６７∗∗ ０.２８２∗∗ ０.１８８∗∗ ０.２５０∗∗ ０.２２７∗∗ ０.２９１∗∗ ０.２５８∗∗

　 注:∗∗Ｐ<０.０１ꎮ

２.３　 习得性无助归因对学习倦怠的回归分析　 为突

出习得性无助主要归因因素ꎬ根据相关分析结果ꎬ只
选择与学习倦怠相关最高的成功外部归因和失败外

部稳定归因为自变量ꎬ学习倦怠总分为因变量ꎬ建立

多元回归模型发现ꎬ学业成败的归因方式和学习倦怠

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( Ｒ２ ＝ ０ １１５ꎬ △Ｒ２ ＝ ０ １１２ꎬ Ｆ ＝
４０ ２３６ꎬＰ＝ ０ ０００)ꎮ 见表 ３ꎮ

表 ３　 大学生习得性无助归因对学习倦怠的回归分析(ｎ＝ ６２１)

常数与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
标准化

系数
ｔ 值 Ｐ 值

常数 ２.４０９ ０.０６７ － ３５.７３９ ０.０００
成功外部归因 ０.０２７ ０.００６ ０.２０９ ４.６１９ ０.０００
失败外部稳定归因 ０.０１７ ０.００４ ０.１７７ ３.９１０ ０.０００

３　 讨论

在能力、努力、情景和运气 ４ 个单项因素中ꎬ不论

是对成功还是失败的归因ꎬ努力都是分值最高的[１３] ꎬ
学业成功归因与学习倦怠的相关关系中ꎬ内部归因与

倦怠总分均呈负相关ꎬ其中内部归因与倦怠的负相关

最高ꎬ外部归因与倦怠的正相关最高ꎮ 表明在学生取

得学业成功时ꎬ越是将成功归因为自身的努力和能

力ꎬ在学习过程中就越不容易发生倦怠ꎬ形成良性循

环ꎮ 如果将成功归因为情景和运气 ２ 个外在的完全不

可控的原因ꎬ会减小对成功的期待ꎬ放弃努力ꎬ产生倦

怠ꎮ 但也有研究表明ꎬ正性事件内外维度与负性情绪

均呈负相关[１４] ꎮ
学业失败归因因素与学习倦怠的相关关系中ꎬ各

项外部归因均与倦怠总分相关ꎬ外部稳定归因方式与

倦怠的正相关最高ꎮ 习得性无助归因理论认为ꎬ归因

的稳定与否是习得性无助感的一个重要考虑ꎬ如果将

失败归因为不稳定的因素ꎬ那么个体只是暂时体验无

助感ꎻ如果归因为稳定的因素ꎬ无助感就会长期存

在[２] ꎮ 将积极事件归因为外部因素ꎬ消极事件归因为

稳定因素就有习得性无助归因风格的倾向ꎬ即悲观的

解释风格[１５] ꎮ Ｗｅｉｎｅｒ[１６] 提出ꎬ个体在对某一事件进

行归因时ꎬ不仅与控制源(内外性)有关ꎬ还与归因的

稳定性有关ꎮ 对于事件的归因还要考虑事件本身的

性质ꎬ即是成功的积极事件还是失败的消极事件ꎬ依
据事件性质、控制源和稳定性的不同ꎬ所引起的个体

期望和情绪就会不同ꎬ带来不同的行为动机ꎬ最终导

致不同的行为和结果ꎮ 所以ꎬ当学生遭遇学业失败

时ꎬ如果将其归因为能力、情景和运气ꎬ就容易发生倦

怠ꎻ如果归因为努力可控性强的内部因素时ꎬ则更能

激励学生继续努力ꎬ减少倦怠的发生ꎮ
根据习得性无助归因理论ꎬ参照相关分析的结

果ꎬ选取学业成功中的外部归因和学业失败中的外部

稳定归因 ２ 个相关的因素作为自变量ꎬ多元回归分析

结果表明ꎬ学业成败的归因方式和学习倦怠之间存在

线性关系ꎬ学业成败的归因方式可以预测学习倦怠的

情况ꎮ 提示当学生将学业成功归因于情景和运气ꎬ而
学业失败归因于能力、情景和运气时可以很好地预测

出现学习倦怠的情况ꎮ 国外有相似的研究用回归分

析的方法证明内部、稳定、普遍的归因方式可以预测

较好的学习表现ꎬ对消极事件的普遍归因与不良学业

表现有相关性[１７] ꎮ
有研究表明ꎬ倦怠会引起情绪方面的不安定ꎬ还

能够预测消极的心理状况[１８] ꎮ 因此ꎬ有必要在学生日

常学习和授课时对学生学业成败的归因方式进行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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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的、有针对性地训练和引导ꎬ特别是当学生遭遇失

败和挫折时ꎬ帮助学生科学分析失败的内外因素ꎬ鼓
励学生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学业的成败ꎬ远离习得性无

助ꎬ尽早预防学习倦怠的产生ꎬ可以有效减少消极心

理状况的出现ꎬ助力学生的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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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华侨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我国浙江、福建、广东

等沿海地区ꎬ该群体相对特殊ꎬ而且数量庞大并逐年

增加ꎬ其父母一方或双方长居国外ꎬ与其他留守儿童

相比ꎬ虽有相对优越的经济条件ꎬ但缺少家庭教育资

源ꎬ更缺乏与父母的心理互动[１] ꎮ 孤独感是他们报告

最多的内在情绪体验[２] ꎮ 以往研究认为ꎬ留守经历对

他们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长期处于弥漫性的、消极的心

理状态可能会导致适应不良[３] ꎮ 然而ꎬ一定程度的孤

独体验可能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积极作用ꎮ 此外ꎬ适应

也不应该只是被动的ꎬ尤其是有负性成长经历的留守

儿童ꎬ如果缺乏面向未来的积极适应观ꎬ将对其成长

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[４] ꎮ 研究发现ꎬ心理弹性、安全

感、自尊、心理控制等积极的心理因素对留守儿童的

适应产生积极影响[５－６] ꎮ 本研究探索华侨留守儿童孤

独感与积极心理品质、前瞻适应的关系ꎬ为促进华侨

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提供参考ꎮ

１　 对象与方法

１.１　 对象 　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—１１ 月ꎬ在浙南地区青田

县、莲都区调查了 ４ 所侨乡小学 ４８５ 名三至五年级华

侨留守儿童ꎮ 由 ２ 名心理学博士带领 ２ 名本科生ꎬ在
征得学校、监护人及学生本人的同意下ꎬ发放问卷和

知情同意书ꎮ 以年级为单位集体施测ꎬ共发放问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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